公司简介

产品范围和特性
产品范围和护舷规格一览。
欢迎访问本公司主页，了解更多详情和特种产品：
www.sft.group
模压成形和挤出成形的橡胶护舷单体净重可达 18.5 吨
泡沫漂浮护舷直径可达 4.5 米，长度可达 10 米
针对不同用途的各种浮标最大直径可达 4.5 米
充气护舷直径可达 3.3 米，长度可达 9 米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护舷防撞板截面可达 300 x 300 毫米，长度可达 6 米
钢结构单体净重可达 30 吨
数量丰富的特种产品，专为船舶应用开发，汇聚了我们在橡胶，钢铁，
聚氨酯和聚乙烯领域积累的雄厚实力

SHIBATAFENDERTEAM GROUP SFT 集团
ShibataFenderTeam，集团是国际领先的护舷垫制造商，拥有50多年的护舷垫生产经验，现已售出100,000多块

护舷垫，并有90多年的橡胶制品生产经验。Shibata Industrial总部位于日本，负责橡胶生产和研发，日 ,
本360多名员工创收约1.2亿美元。ShibataFenderTeam总部位于德国，从事设计、制造（钢、泡沫、聚乙
烯）和国际销售，其全球80名员工创收约5500万美元。SFT 集团提供咨询、工程、制造、售后和测试服务。
我们的地区办事处为当地客户联系提供便利，位于美国、马来西亚、西班牙和荷兰。它们构成了一个由来
自六大洲成熟的当地代表组成的大型网络。我们所有员工和合作伙伴之间的直接联系在我们集团的发展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ShibataFenderTeam 集团提供重要的安全护舷垫系统，着重制造所有主要的内部部件，并通过我们在欧洲和

亚洲的自有生产设施确保最佳的品质和可靠性。我们的经验为我们赢得了良好声誉，被誉为国际港口和水
路市场上的可靠合作伙伴。

咨询
量身定制的
护舷解决方案

ShibataFenderTeam 在项目初期协助制定公正的项目
规范和进行大量详细的设计输入，并就图纸或安装
建议提供支持。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及后续阶段，我
们为工程公司、运营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支持
和指导。
我们的办事处和本地代理商全球网络在护舷垫设计
方面拥有数十年的经验。有了我们的帮助，您总是
能够在本地标准和法规方面获得全球支持。我们是
一支由真正的护舷垫专家组成的团队——随时接受
您的垂询。

工程

制造

工程卓越意味着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充满信心地期
待我们在所有领域都做到最好。我们的价值工程提
供出色的定制解决方案。我们内部的工程团队负责
详细的设计、图纸绘制和结构分析。我们的专家在、
海上建筑业拥有经证实的长期往绩记录。

ShibataFenderTeam提供重要的安全护舷垫系统，着
重通过公司在欧洲和亚洲的自有生产设施制造所有
主要内部部件，确保生产的橡胶护舷垫、钢板、相
关硬件、HD-PE型材和泡沫护舷垫优质可靠。如需
买进物品，则仅从经审计且信誉良好的供应商处进
货。

护舷垫的所有设计阶段齐头并进，相辅相成。这一
事实强调，业界需要采用整体方法来设计护舷垫系
统，并需要经验丰富的制造商来确保港口可靠、安
全和高效运营。如果橡胶护舷垫系统无法按要求运
行，就无法确保海上作业的安全性和海上码头的效
率。

所有制造流程均符合ShibataFenderTeam的规格、图
纸、计算和质量要求，确保护舷垫系统安全可靠。
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已通过ISO 9001和ISO 14001认
证。

售后服务

测试

ShibataFenderTeam致力于在调试、安装期间以及护
舷垫系统和/或维护工程的整个使用寿命期内提供
全球支持和协助。从工程设计到制造，再到售后支
持，我们在各个阶段都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定期
维护护舷垫系统的所有部件有助于在早期发现潜在
的损坏并立即采取行动。作为售后服务的一部分，
我们提供现场评估，包括定制的维护计划，以评估
船用家具的使用状况。维护管理体制和对工作人员
进行适当培训可确保延长护舷垫系统的使用寿命。

在追求品质的过程中，勇于质疑和监督自身至关
重要。我们不仅要求我们的工厂、生产流程和合
作伙伴达到最高标准，而且对我们制造的每块护舷
垫进行测试也是我们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
ShibataFenderTeam产品均按照PIANC 2002、BS 6349
、EAU 2012、EC3、DIN 18800、BS 5950和AISC进行设
计、制造和测试。ShibataFenderTeam的所有测试设
备和流程均符合最严格的行业标准以及PIANC提出的
校准要求。PIANC要求的型式批准适用于我们大量的
产品。

SPC锥体护舷

应用领域
集装箱和大货码头
石油与天然气码头
常规货运码头
邮轮码头
轮渡和滚装船（RORO）码头
海军基地

SPC 锥体护舷是一种可以广泛应用于多种不同领域的
高效护舷产品。它由锥形主体和全嵌入橡胶衬垫的安
装法兰组成。精炼的几何形态和圆锥结构使其具备一
系列卓越特性。

特性
极佳的能量吸收特性和反作用力比（ E/R ）
单位护舷重量的能量吸收量极高
高度耐剪切力
10° 以下挺进角性能无损失
带船锚凹陷，安装更便利
可选的过载制动器

应用领域
集装箱和大货码头
石油与天然气码头
常规货运码头
邮轮码头
轮渡和滚装船 (RORO）码头
海军基地

FE模块化护舷
FE模 块 化 护 舷 为 带 安 装 板 的 全 模 压 成 形 橡 胶 支
脚。 FE 护舷以拱形（ V ）护舷为基础，但两脚分离，

安装在钢板背后或任何空间受到局限的位置，具备高
度的布局灵活性。

特性
优良的能量吸收特性和反作用力比（E/R）
单位护舷重量的能量吸收量高
模块化设计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
竖直和水平的安装模块可结合使用
单体模块也可与护舷桩设计结合使用
易于保养和更换

CSS鼓形护舷
CSS 鼓形护舷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护舷品种，由一个中

空圆柱体和全嵌入橡胶衬垫的安装法兰组成。其设计
特性可轴向变形 52.5 % （设计变形）。

特性
组装简易
耐剪切力优良
成本效益高：大底面积使载荷在基底结构上的扩散
效果好，从而有效缩减面板的结构规格
极为牢固
40 年成功应用经验

应用领域
集装箱和大货码头
常规货运码头
滚装船（RORO）码头
海军基地
驳船

平行运动护舷垫

应用领域
大货码头
石油与天然气码头
轮渡和滚装船 (RORO）码头
单体桩
易受载荷影响的结构

平移护舷系统均采用自定义设计，可与不同的橡胶元
件搭配，但通常结合椎体护舷、 CSS 鼓形护舷或 FE
模块化护舷使用。在基底结构（水泥或钢材）和前方
钢板之间装有一个能平移转动的手臂（扭动臂）。当
护舷受压时，手臂能制约钢板的移动，使其只能平行
于安装面移动，而不受受力程度和角度的影响。

特性
在任何受力程度下能量吸收能力均相同
船体和护舷系统之间无第二个接触点

拱形（V形）护舷
SX 和 SH 护舷的应用
领域
常规货运码头
多功能码头
滚装船 (RORO）舷梯
客轮码头
驳船
拖船泊位（如果要求低船
身压力，则应选 SH 护舷）

拱形护舷是一种硬性的、简单模压成形的单体护舷
系统。拱形护舷有SX和SH两种不同的截面形状可
选。其区别主要在于护舷顶端的宽度，以及从中产生
的表面载荷。两种形状均可选择在顶端额外嵌入钢
板（ SX-P 型和 SH-P 型），用于安装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 UHMWPE ）面板、钢质护舷板或在柱桩结构背
后安装护舷元件。

特性
适用范围广
极为牢固、耐用，保养需求低
高度耐受纵向剪切力
既可竖直，也可水平安装
适用于转向桩和轴心桩

圆筒形护舷
圆筒形护舷是按指定性能生产的护舷产品的鼻祖。其
安装方法简易，只需链条、横梁、绳索，或根据护舷
规格和基底结构而特制的梯子架。圆筒形护舷在其额
定变形范围内，随护舷变形程度而正比增长的反作用
力和能量吸收能令船只轻缓停靠。
根据客户要求，我们亦可提供预弯曲或连接的特殊规
格产品。

特性
极为牢固简易
易于安装
高度耐磨
正比载荷形变曲线

应用领域
可一件多用在不同泊位
大货码头
常规货运码头
滚装船 (RORO）码头
拖船
驳船

泡沫制品

应用领域
军舰泊位、邮轮码头，以及船对船作业
( Ocean Guard 和 Ocean Cushion 护舷）
储物空间有限的军舰和商业船只（ SSD 护舷）
水闸和干船坞入口（ Donut 护舷）
停泊、标记、导向目的（浮标）

广泛用于各种需求的高性能护舷系统，尤其适用于水
位差别大的港口以及邮轮码头。另有其他用于导向目
的和护卫屏障的泡沫漂浮产品。我们为您提供：
Ocean Guard 圆柱形护舷
Ocean Cushion 横滨式护舷

水下泡沫护舷垫
海上屏障
Donut 环形护舷
Ocean Guard 浮标

应用领域
在潮汐变化剧烈的港口
船对船的驳船作业
石油与天然气
（典型的 FSRU 浮式存储和再气化装置）
临时停泊
潜艇码头（仅限液压气动护舷）

充气护舷
广泛用于各种需求的高性能护舷系统，尤其适用于水
位差别大的港口以及船对船作业。我们为您提供：
充气护舷
液压气动护舷

特性
反作用力和能量吸收增加成正比
低船身压力
水下接触面（仅限液压气动护舷）

滚动护舷
这是一种尤为适用于细窄水道为船舶提供导向功能的
护舷系统。我们提供种类繁多的型号和性能规格，能
满足几乎各类项目需求。我们为您提供：
滚筒护舷
滚轮护舷
碰垫滚筒

特性
导向系统
良好的能量吸收能力
多功能用途
橡胶碰垫能承受泊靠冲击（仅限碰垫滚筒）

应用领域
水闸、干船坞及其他细窄或暴
露水道（滚筒和滚轮护舷）
浮桥桩导向（碰垫滚筒）

挤出成形的护舷
简单的橡胶型材，应用领域广泛，几乎可按要求生产
任何长度。提供切割和钻孔，便于快速安装。

拖船护舷
该品种护舷极为牢固，用于条件严苛的重型拖船
作 业 。 SFT 能 提 供 各 种 拖 船 护 舷 ， 满 足 所 有 应 用
需要。

特殊解决方案
除常规的橡胶护舷元件外，我们还能够按照客户要求
为其定制产品，材料可选用橡胶、钢材或其他材料，
满足护舷及相关应用的所有需要。

聚乙烯防撞板和护舷
聚乙烯防撞板和护舷抗冲击强度高，耐磨性好，摩
擦力低。适用于海洋船舶环境中的众多应用领域。

配件和固定件
用于安装护舷的高品质锁链、配件和具有高度通用性
的固定件是每一个护舷防撞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
分，全部可由 SFT 供应。

系缆桩
SFT 提供的系缆桩有各种形状和系缆能力可选，即

便是全负荷运行的船只也能安全可靠停泊。我们的
系缆桩种类丰富齐全。

美国

您的联系人：

www.sft.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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